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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 一座艺术节之城
爱丁堡的艺术节作为世界领先的苏格兰文化品牌，
以其独有的专业性、前瞻性、影响力和国际公认
性超越了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文化活动。
艺术节具有显著的苏格兰特点，兼备浓郁的国
际色彩，每年吸引各大洲超过70个国家的艺术
家、观众和媒体参与。艺术节是文化平台、国
内国际研讨论坛、经济驱动力，艺术节鼓舞人
心，汇集凝聚力。艺术节展示了苏格兰自信、
开放和具有创造力的一面。
爱丁堡作为世界一流的艺术节之城富有深厚的
历史底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始创于1947年，
其初衷是为建立“人类精神之花绽放的平台”。
自首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举办以来，爱丁堡艺
术节的运作经历了逐渐的演变，目前涵盖12个
主要独立艺术节、每年接待超过25000名国际艺
术家、吸引超过1000家官方认可的媒体以及超
过400万观众的参与，同时为苏格兰经济创收
2.6亿英镑[3.05亿欧元]。
爱丁堡的艺术节发展至今，其成就是独一无二
的。爱丁堡古老丰富的建筑遗产和富有活力的
现代建筑相辅相成，共同提供了独特且形式多
样的艺术节空间。1995年爱丁堡因其老城区
（始建于1074年）的古典韵味和新城区（始建
于1759年）的壮丽典雅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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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的艺术节在真正意义上风格鲜明地活跃
在这座历史之城中心的各个角落——
每座剧场、每间礼堂、每个庭院、每间地下室、
每个公园，都能找到艺术节的踪影；从爱丁堡
城堡城门前的大广场到中世纪老城区古老的后
街，从建于18世纪的夏洛特广场到皇家一英里
旁铺着鹅卵石的狭窄小巷子，从恢弘大气的节
日剧场到幽暗私密的共济会会所礼堂，都成为
了艺术节的表演场地。在苏格兰政府、爱丁堡
市政府、创新苏格兰、英国文化协会、苏格兰
赛事委员会和苏格兰企业开发署的共同支持下，
艺术节为众多来访者和本地观众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艺术节活动选择，也为艺术节的茁壮成长
和艺术节总导演们愿景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证。
由爱丁堡市政府协调的活动计划和运作小组，
与活动策划组、艺术和学习组、公众安全组、
执照部门、文化和体育部门、经济发展部门，
以及环境健康、公园和图书馆部门的相关工作
人员一同开展工作。爱丁堡市政府在艺术节活
动开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样的组织
结构，加上重要的市政府官员在各个独立艺术
节董事会中担当的理事要职，为爱丁堡这座世
界知名的艺术节之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独一无
二的优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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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爱丁堡国际科学节
爱丁堡国际科学节是全球各种奇观、发明、科技变革的一大盛会。每年，
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通过融入感强，互动性高，易于理解
的讲座、工作坊、表演及展览等形式，和公众一同分享他们的科学热情
和成就。
家庭友好型活动，儿童娱乐活动，以及行业专家的突破性见解吸引着不
同年龄，不同背景的科学爱好者们。从鬼的科学，巧克力与笑声，到查
尔斯·达尔文遗作和理查德·道金斯理论，爱丁堡国际科学节从来不乏趣
味与深度。
在每年春天的两个星期中，整个爱丁堡转变成了一个游乐场，多姿多彩
的活动散布在城市的20多个场馆，包括青葱环郁的皇家植物园；富丽堂
皇的麦考恩礼堂；还有孩子们最爱的城市艺术中心。这场汇聚观念、创
造、革新的盛宴，旨在照亮世界的奇幻迷思，为孩子们提供充满灵感与
自信的经历，也为大人们观察周边世界提供不同的视角。

总监： 西蒙·给戈，OBE
地址：
110 Commercial Street
Edinburgh EH6 6NF
电话: +44 (0)131 553 0320
邮箱: eisf@scifest.co.uk

作为世界的第一个科学节以及欧洲最大的同类节日，它持续向世界昭示
着爱丁堡这个启蒙运动发源地的地位。
所有活动由科学节总监及其团队安排组织。

五 月 /六 月

爱丁堡国际儿童艺术节
作为国际青少年戏剧界不可缺的一项活动，爱丁堡国际儿童艺术节汇集
从世界各地而来，充满惊险、挑战和高娱乐性的获奖制作。
每年国际儿童艺术节都会提供丰富的表演艺术作品，从幼儿到青少年直
至成年都能从中受到艺术激发获得乐趣。同时，国际儿童艺术节也致力
于将本土戏剧提高到世界级的水平。
国际儿童艺术节总监把全世界最精彩，最棒的戏剧和本地最优秀的作品
均衡地编排在一起呈献给观众。艺术节奉行观众至上的原则，但同时也
为艺术家、制作人、推广商的聚集提供了见面机会。

执行总监：保罗∙菲茨帕特里克
艺术节总监：诺埃尔∙乔丹
地址：
30B Grindlay Street
Edinburgh EH3 9AX
电话: +44 (0)131 225 8050
邮箱: info@imaginat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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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儿童艺术节使用爱丁堡最有声誉的演出场地以及许多意想不到的表
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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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爱丁堡国际电影
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与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艺穗节都创始于1947年。它是
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电影节，也是苏格兰电影文化的一颗璀璨明
珠。每年的电影节上有超过100部最新影片上映，包括故事片、纪实片、
实验电影、动画片和短片等。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也以电影回顾作品为电
影史的鉴赏添上浓墨重彩。除了荧屏以外，电影节还增加了令人兴奋的
主题讨论、教育工作坊等相关活动，爱丁堡电影节一直在努力扩展电影
节的边界。
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致力于发现及推广国际影院中的优质影片，并关注、
庆祝和探讨全球电影业的变化。
近年在电影节上映的一系列影视作品中，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曾带来了以
下杰出影片的首映：《机器人总动员》（Wall-E)，《拆弹部队》 (The
hurt locker)， 《走钢丝的人》（Man on wire)，《勇敢传说》（Brave)。

首席执行总监：肯恩∙哈伊
艺术总监：马克·亚当斯
地址：
88 Lothian Road
Edinburgh EH3 9BZ
电话:+44 (0)131 228 4051
邮箱: info@edfilmfest.org.uk

电影节除了为公众推出的电影和现场节目以外，也同时为电影专业人士
度身定制了特别节目。这些热门业界活动为各阶段电影人的职业发展带
来了机会，这些活动包括正规培训、社交契机、专题讨论以及面对面会
议。

七月

爱丁堡爵士蓝调节
始创于1978年，爱丁堡爵士蓝调节于每年七月底举行。在为期10天的音
乐节举办期间，100多场音乐会竞相上演于爱丁堡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
演出场地，以及室外露天场地。该音乐节每年吸引以本地观众为主的4
到5万观众。

制作人:罗格·史本斯和
菲奥纳·亚历山大
地址：
89 Giles Street
Edinburgh EH6 6BZ

音乐节组委会推广所有音乐会节目，承担艺术家各项费用与支出，以及
制作宣传的一切开销。音乐节组委会是已注册的慈善机构，由独立董事
会运作，共有两名制作人。目前菲安娜·亚历山大和罗格·史本斯负责
该机构的相关事务。音乐节的活动致力于国际拓展，平等地推广各类爵
士乐，并在音乐节期间提导创造力。

电话: +44 (0)131 467 5200
邮箱: fiona@adjazz.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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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月

爱丁堡艺术节
爱丁堡艺术节(EAF)是英国最大规模的年度视觉艺术展览庆典，与
苏格兰首府的顶级美术馆 、博物馆和艺术家经营的画廊进行合作。
艺术节涵盖45场展览，并吸引超过25万名参与者。尤为特别的是，
EAF为访客提供了接触最优秀的视觉艺术家的机会，这些重要的国
际艺术家们在展览中表现了20世纪的发展和重要的历史阶段。
每年EAF挑选主要的苏格兰艺术家，青年新锐艺术家来制作不同主
题的创新公共艺术作品，目的是为观众提供崭新的视觉体验。包
括特纳奖获得者苏珊·菲利普斯，马丁·克里德和理查德·怀特,著
名艺术家格伦·英尼斯和安德鲁·米勒,和首次在国际平台亮相的艺
术家,如艾米莉·斯比德、凯文·哈曼和安东尼·施拉格都与EAF进行
了合作。

总监：索沙·卡瑞
地址：
2 Market Street
Edinburgh EH1 1DE
电话: +44 (0)131 226 6558
邮箱: info@edinburghartfestival.com

整个艺术节包括广泛的具有创新性的一次性活动,从艺廊的现场表
演到午夜秀，为访客提供欣赏视觉艺术的新视角。约有90%的活动

向公众免费开放。

八月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盛事之一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始创于1947年。
它在每年八月到九月初的三个星期里，为国际观众奉上全球顶尖的古典
音乐、歌剧、戏剧、舞蹈等节目。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每年平均上演160多
场节目，参与的艺术家超过2500人，吸引观众达40多万。

艺术总监及首席执行官：费格斯·莱恩汉
常务主管：乔纳·贝克
地址：
The Hub, Castlehill
Edinburgh EH1 2NE
电话: +44 (0)131 473 2099
邮箱: marketing@eif.co.uk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由其艺术总监策划，目前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艺术总
监是费格斯·莱恩汉。演艺公司和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们接受艺术节总
监邀请赴爱丁堡献艺，艺术节主办方承担所有推广及活动运作事项。艺
术节主办方支付艺术家费用及部分开销，提供演出场地，并协助技术安
装和其他各项安排。该艺术节组委会是一个注册的慈善组织（非营利）。
为演出呈现的需要，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主要使用六个场地。阿舍礼堂
（2300座），是主要的交响乐演出场所。女王音乐厅（900座），主要举
行小型音乐会。节日剧院（1800座），上演歌剧和舞蹈。国王剧院（1300
座），负责话剧及小型舞蹈、歌剧的演出；皇家兰心剧院（650座），上演
话剧；爱丁堡PLAYHOUSE（2800座），上演舞蹈及歌剧。其他特定的演出
选址根据演出要求确定。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创办者坚信，这样的艺术节应“为人类丰富的文化
精神提供展示的平台”。
他们在创办之初就认识到，如果艺术节能在艺术追求上成功，它必然也会成
为爱丁堡甚至苏格兰经济创收的主要途径。这一创办原则---- 把艺术节办成
国际一流文化盛事， 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汇聚在一起， 将
为爱丁堡和苏格兰产生巨大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效益——尽管60年过去了，
这样的理念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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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爱丁堡艺穗节
爱丁堡艺穗节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艺术节，每年八月在苏格兰首府举办，为
期三周。
每年，成千上万的表演者来到爱丁堡，在各式各样的舞台上，为有不同需
求的观众带来多种多样的表演。从声名大噪的名家大腕到初出茅庐的无名
艺术家们，该艺术节适合每一个人。艺穗节节目种类纷繁，包括：戏剧、
喜剧、舞蹈、肢体表演、音乐剧、歌剧、音乐、歌舞表演、相声、儿童剧、
展览和其他活动。
艺穗节历史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时有8个剧团“不请自来”在爱丁堡国
际艺术节献演（爱丁堡艺术节也是那年新创立的）。之后每年越来越多的
表演者效仿他们，直到1958年，艺穗节成立，以响应这一成长趋势。现在
每年约有22000名表演者在全城250多处舞台场地为观众奉上2500多出剧目，
献演42000多场。
组织团体将艺穗节集体式表演形式规范化，为艺术家提供信息，发行艺穗
节节目册，并设立中心票务处。艺穗节的宗旨与1947年创办之初的理念一
致，即主办团体不干预艺术节节目的筛选。时至今日，这一原则仍然作为
艺术节的核心精神被保留下来，而且我们因此而感到自豪：任何人都可以
来这里讲述自己的故事，每个愿意承办活动的场所都欢迎他们加入。今日
的艺穗节以对新锐的挖掘和突破性作品的呈现享誉全球。即便本质上是一
个公众艺术节，爱丁堡艺穗节仍吸引到了众多创意制作人，创意产业和媒
体将其打造成了世界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国际艺术市场。

爱丁堡艺穗节组委会首席执行：
肖娜▪麦卡锡
地址：
180 High Street
Edinburgh EH1 1QS
电话: +44 (0)131 226 0026
邮箱: admin@edfringe.com

八月

皇家爱丁堡军乐节

执行总监及制作人：大卫·奥尔弗里 MBE
地址
1 – 3 Cockburn Street
Edinburgh EH1 1QB
电话:+44 (0)131 225 4783
电子邮件:
administration@edintattoo.co.uk

皇家爱丁堡军乐表演是世界最精彩演出之一。每年八月的三个星期中，
它以爱丁堡城堡为背景，为观众呈现音乐、舞蹈及军队操练展演。追溯
到1950年的第一场军乐演出，至今已有超过一千两百万观众在爱丁堡城
堡大广场欣赏过这一演出。今天，每年大约有22万观众实地观看军乐表
演。在世界各地，另有1亿人通过电视观看转播。军乐组委会是一个非营
利组织，多年来，它赠予慈善机构的资助多达一千多万镑，受益对象包
括艺术及服务性慈善机构。独立调查显示，每年军乐节为苏格兰经济
创收超过1亿英镑。来自46个国家的4万多名表演者参加过这一演出，今
天，每场军乐表演由大约1000名军人及平民表演者参与演出。
皇家爱丁堡军乐节中“Tattoo”一词源于300多年前，部队士兵们在横笛
和鼓号声中被召回军营时比利时和荷兰的旅馆老板口中大喊的“Doe den
tap toe”（关掉龙头）。 第一场军乐表演是苏格兰军队在爱丁堡国际艺
术节上的一次献艺，而今天的军乐表演，则已经成为了一出国际性的华
丽娱乐表演，也曾成功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登台。
沿城堡吊桥而下的苏格兰风笛阵和鼓阵震撼人心，而城堡高处孤独的风
笛手更是军乐表演中最为煽情的片段让人难以忘怀。不过，观众也会陶
醉于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舞蹈家的表演和军操展演，以及富有历史风
情的盛装游行和现代军队技术展示。每年节目内容的确定，都是通过制
片人几番海外考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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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爱丁堡国际图书节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图书庆祝活动，爱丁堡图书节每年吸引800位作者
参与，开展750余场活动。每年八月，庆祝活动会在爱丁堡城市中心西区
乔治亚时期风格的夏洛特广场花园举行，花园内会特别搭建帐篷为图书节
使用。这片绿意盎然的花园中总共搭建有八个场馆：包括一个歌舞酒吧
spiegeltent,三家酒吧/咖啡厅、书店和儿童书店各一间,一个供出版商
使用的私人宴客空间,以及一个作家签售帐篷。其中最大的场馆可以容纳
570人并且吸引了非常有名的文人菲利普·普尔曼,查克·帕拉尼克,玛格
丽特·阿特伍德和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
戈尔,谢默斯·希尼、哈罗德·品特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作家们都由总监尼克·巴利邀请参加图书节，图书节全年团队包括总监
在内共有的17名员工。书展汇聚先驱思想家和作家一起碰撞出思想火花,
激发写作灵感，并向公众展示艺术和文学的最高质量。书展的一个重要
目的是吸引全世界的作家们来苏格兰,即使可能有些作家并没有国际声望；
同时也为苏格兰文学、作者和出版方提供重要的年度展览。拓宽儿童和
年轻人的视野并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是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为此，针对孩
子和学校而开展的节目非常重要。作为图书节的延伸项目，图书节安排
有天赋的儿童作家和插画家深入到苏格兰的社区当中，和年轻人见面。
参加图书节的作者无论文学地位及成就，所接收到的劳务费都是等同的，
这是图书节的一项政策。图书节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注册慈善机构)。

总监：尼克·巴利
地址：
5a Charlotte Square
Edinburgh EH2 4DR
电话: +44 (0)131 718 5666
邮箱: admin@edbookfest.co.uk

十月

苏格兰国际故事节
苏格兰国际故事节是苏格兰传统及现代说书的年度庆典。该节日为苏
格兰和苏格兰以外的观众带来既具娱乐性又充满灵感的现场听故事体验。
节目类型有发人深思的演讲、工作坊，从本地、本国到国际，讲故事
者都在这里分享他们的体验、故事和文化。
本故事节由故事节总监策划执行。
讲故事者在苏格兰，英国及世界范围内筛选。这一艺术节主要面向成
年观众，也有针对家庭和年青人设立的相关活动。

总监：唐纳德·史密斯
地址：
43 – 45 High Street
Edinburgh EH1 1SR
电话: +44 (0)131 556 9579
邮箱:
reception@scottishstorytellingcentre.com

受到苏格兰凯利传统及这一传统友爱团结内涵的启发，这一艺术节将志
同道合者聚到一起，分享吸引人的故事传说、轶事趣闻、音乐、歌曲和民
谣。尽管艺术节中的每个活动都有一定的结构，但是表演者在演出中总
是会融汇非正式的和自由发挥的元素，现场讲故事总是有那种把讲故事
者和听故事人立刻连接在一起的魔力。
这一艺术节始于1989年，规模年年扩大，越来越多的人与有感染力的讲
故事者互动，他们用语言在世界和世界间架起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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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月 /一 月

爱丁堡新年狂欢
爱丁堡的新年狂欢是全世界最大的新年庆祝活动。“Hogmanay”是苏格兰对
庆祝除夕夜的传统称呼，除夕夜人们在小镇广场聚集，互道“新年好”，并
邀请友人，甚至陌生人一起回家庆贺。自1993年起，爱丁堡将这一温暖、感
人的寒冬之夜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为期四天，极具苏格兰风情的大节庆。
有超过25万从世界各地来到苏格兰首都，这个“除夕之乡”庆祝新年，并在
这里受到热情款待。
爱丁堡在这四天转变为了表演的大剧院。各种庆祝活动在城市大街、广场、
公园、室内场所上演，其中不乏许多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活动。在除夕之夜，
城市中心被关闭，仅凭票向观众开放。市中心矗立起几个大舞台和大显示屏，
标志性的城堡和老城区变成了这个巨大舞台的背景。大街狂欢向8万持票观
众开放（包括临近区域和观焰火区域的观众），节目在现代电光中开演，全
球观众们会被苏格兰的热情友善所震撼。宏大的焰火表演面向全球亿万观众
现场转播，同时将整场大街狂欢夜推入高潮。除夕活动包括现代及传统音乐，
从流行乐到古典乐，从爵士到DJ，音乐形式海纳百川。活动还包括国际街道
剧场，包括从文体活动到精神体验，从诗歌到流行音乐的各种活动。

总监：艾德∙巴特兰姆、查利∙伍德
地址：
26 Frederick Street
Edinburgh EH2 2JR
电话：+44 (0)131 226 1765
邮件：enquiries@underbelly.co.uk

整个活动由一个私人团队打造、管理及制作。执行总监同时担任节日的艺术
总监一职。作为苏格兰的旗舰节日，爱丁堡的除夕盛典昭显了一个国家的文
化活力，并让爱丁堡这座美丽的城市无论在冬夏，都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本地主管部门（爱丁堡市政府）和苏格兰政府是新年狂欢节的主要出资方。
新年狂欢活动每年为本地经济创收2500万英镑，为整个苏格兰经济创收3000
万英镑。

艺术节的十二大事实
1

爱丁堡艺术节活动的售票总量仅次于奥林匹克和
世界杯

2

1948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开创了“伸展式”或
者“前沿”舞台在现代西方剧场中的使用

3

1999年，世界上第一个商用手机应用在爱丁堡艺
穗节公开亮相并供用户下载

4

苏格兰国际故事节的大本营坐落于世界上第一座
为故事活动特意而建的中心内，这一中心位于爱
丁堡历史悠久的皇家一英里

5

1973年，琳达·迈尔斯(Linda Myles)被任命为
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总监，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
负责电影节活动的女性

6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曾在1995
年的爱丁堡爵士蓝调节上，登上圣吉尔斯大教堂
的讲坛介绍迪克·海曼(Dick Hyman)

7

爱丁堡国际科学节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节，目前，
这只团队也在运作阿布扎比科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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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爱丁堡新年夜庆典被列入“一生中必须做的100
件事情”中的一件并出现在《探索频道：世界前
25大旅行体验》中

9

爱丁堡国际书展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展活动，
来自53个国家的896位作家参与了最近的书展活
动

10 爱丁堡艺术节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年度视觉艺术盛
会
11 自1950年首场演出开始皇家爱丁堡军乐节从未取
消过任何一场演出
12 2017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奖影片《自由广场》
（The Square）中的演员克拉斯·邦（Claes
Bang）在出席戛纳电影节后一周，就出现在爱丁
堡国际儿童艺术节中，参与一部为10岁儿童准备
的儿童剧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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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评论
如果只把爱丁堡艺术节称为一个
“现象”恐怕太过保守。艺术节对
整个英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
响力就像是新奥尔良马尔迪·格拉
斯音乐狂欢节和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的总和甚至是更大。
《多伦多星报》，加拿大

参加爱丁堡的艺术节不仅仅意味着享
受为期几周的艺术盛宴，对艺术节业
内人士而言，没有比爱丁堡艺术节更
好的能与同行进行交流、打开思路、
发现和讨论新想法并把这些想法付诸
于实践的机会。

尤翰·摩尔曼，执行主席，鹿特丹艺术节，
荷兰

和其他众多的欧洲艺术节不一样，爱丁
堡极其民主和平等，就像一块海绵一样
随时准备吸收周围任何漂浮的生态。在
这里，没有艺术的雅俗之分。这是我所
经历过的最为谦逊和民主的文化活动，
票价也是非常合理可以负担的。
《世界报》，德国

很多人认为你必须去百老汇或者
西区才能寻求到国际市场。但是
当我们把一个新戏带到爱丁堡后，
在之后的10年我们的戏在40个不
同国家进行了巡演。爱丁堡艺术
节让你能从一开始就把握全球市
场。
塞门·吉耐特，百老汇亚洲公司，美
国

爱丁堡艺术节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是
英语艺术世界中最为重要的年度活
动，所有的相关人士都会聚集到这
里。同时也因为媒体大力的宣传和
负责任的态度，艺术节所营造出的
氛围是有目共睹的。
约翰·克兰西，克兰西制作公司执行艺
术总监，美国

爱丁堡艺术节今日的重要性已经
不仅仅属于苏格兰，更是属于全
世界。

桑吉欧·桑博亚，里约热内卢巴西国际
艺术节总监，巴西

爱丁堡艺术节是会友、获取更新
资讯、做生意、考察研究的最重
要的地点，也是在同一时间地点
了解全球艺术市场的重要的机会。
李奥那多·诺普奥兹，库里提巴艺术
节总监，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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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艺术节意味着高质量、精挑细选
的制作，对业内人士和艺术导演而言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参考，艺术节转变了爱
丁堡，它所营造的温暖氛围欢迎着五湖
四海的访客。
克劳迪亚·托尼，圣保罗州立政府文化处顾
问，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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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再没有比爱丁堡艺术节更好更大
的展示世界文化潮流的窗口了。艺术节
所涵盖的精彩文化节目令人叹为观止，
吸引了大量不同类型的英国国内外制作
人，使爱丁堡成为了一座让人梦寐以求
的展示新作品的城市。
沃夫冈·霍夫曼，Circle of Eleven
艺术总监，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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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当大多数主要的欧洲城市都
在唱空城计的时候，爱丁堡却是一
个特例，在八月，爱丁堡的50万人
口骤然翻了一倍，艺术爱好者成群
结队涌入爱丁堡享受艺术节这一文
化盛宴。

爱丁堡艺术节的重要性不可小觑。
世界各地的艺术和文化都在这个无
与伦比的舞台上竞相绽放，把苏
格兰的首府转换成了一个魔幻神奇
的城市。
《今日新闻》，新德里，印度

爱丁堡艺术节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以品质为中心并且鼓励创新。这也
是世界各地的文化工作者都会聚在
这里共商发展的原因。
王隽，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
中国

《皇家航空杂志》, 皇家约旦航空

艺术节是世界上最能消费得起的实
况活动之一，（对来访者而言）是
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和被本地所珍
视的文化盛事中体验真实爱丁堡的
绝佳机会。
《亚洲时报》，印度

爱丁堡的艺术节正在上演，在星
期天看到一条有人形的鱼在街上
漫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来到爱丁堡会让人觉得无法抗拒
——这就象是步入了一个不停转
的新年前夕的庆祝活动。
《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

在艺术节期间爱丁堡是玲珑活现的。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的来自世界
各地的不同艺术形式，在这里，艺
术和商业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是极其难觅的。
卡拉冯宗，奥克兰艺术节艺术总监，新
西兰

爱丁堡艺术节闻名于世，已经成为了
想要展自己作品的艺术家、表演者和
制作人的必要平台。
劳琳·帕拉斯基博士，西开普政府副常务
主席，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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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是一座理想的艺术节之城，在
这里每一块石砖，每一条鹅卵石街道
都等待着被发掘，这座城市散发着浪
漫和勇猛、阴谋和背叛的气息，它的
神秘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和表
演家并给予他们灵感。
桑乔·罗恩，斋浦尔文学节制作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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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的的确确是一个让人叹服
的全球文化品牌，它的模式是其
他艺术节、城市和政府所希望企
及的。
格里高克拉克，阿德莱德边缘艺术节
导演兼执行总监，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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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互相合作的故事
《奔马2006》报告（奔马象征性地暗示了其他竞争城市
紧追爱丁堡的态势）肯定了爱丁堡各类艺术节在国际上
的重大影响力，并指出了艺术节在短期的领先优势。但
同时，报告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在之后5-7年内，与一
些积极的竞争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比较，爱丁堡
作为杰出的艺术节城市的优势地位并不十分稳固。为确
保未来爱丁堡能作为主要国际艺术节城市保持领先地位，
《奔马》报告提出了14条建议。这些建议包括艺术节及
其利益攸关方应该发展相关机制，以保障合作战略计划。
两大组织由此应运而生，目的在于推动艺术节城市的生
态系统：

爱丁堡艺术节组织

爱丁堡各类艺术节的首席执行总监/艺术总监

艺术节论坛

关键的公共利益攸关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们以及独立专家们

艺术节论坛

关键的公共利益攸关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们以及独立专家们

《奔马》报告包含了14个建议，首要的建议是为爱丁堡成立一个高水准、有战略意义的“艺术节论坛”，
聚拢所有以努力保持全球竞争力为使命的爱丁堡各艺术节的代表们。根据这个建议，艺术节论坛由爱丁堡
市政府、苏格兰政府、当时的苏格兰艺术署/苏格兰银屏(现在的创造苏格兰)、苏格兰赛事委员会、苏格兰
旅游局、苏格兰企业开发署和艺术节爱丁堡组织一同于2007年3月成立。艺术节论坛的会员由各艺术节总监组
成，进行战略性的决策指导，并且也由上述组织的相关代表参与。论坛中独立会员的参与是极为可贵的，
这也直接体现了《奔马》报告中所提出的鼓励外部对爱丁堡和苏格兰经济文化国际竞争力方面有长期规划
的会员的参与的建议。奔马工作小组（Thundering Hooves Steering Group）继而成立，这一小组由具有实
际经验的艺术节组织者和艺术节爱丁堡组织的代表组成，旨在推进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的实施。这一小组
发表了合作实施方案并协调这一方案的具体落实，由相关的组织牵头，实施方案的不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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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艺术节组织

爱丁堡各类艺术节的首席执行总监/艺术总监

爱丁堡主要的12个艺术节的总监们在2007年本着共同合作发展的基础，聚集到一起创造了
“爱丁堡艺术节”（FestivalsEdinburgh）组织，该组织致力于爱丁堡的艺术节的可持续发展
并提高爱丁堡作为一座艺术节之城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这一目标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的：
> 开发和提供合作项目以及启动方案以支持艺术节成长、产品发展、领导力和观众
> 代表爱丁堡艺术节的集体力量开展工作
任务

目标

优先事项

治理

支持提倡
保持并提高
知名度
通过支持爱丁
堡各类艺术节
文化和财务的
健康发展，成
为世界艺术节
城市的领头羊

技能

董事会：
各艺术节首席
执行官或者总监

市场推广

领导力

工作组（艺术节
的工作人员）

临时工作组（有
规定时间并任务
明确的）

投资
稳固并加大投资

洞察 力

工作人员：
8个相当于全职
的工作岗位

知识分享论坛
（由工作人员
组成并领导）

参与度

艺术节论坛和奔马工作小组都致力于保持爱丁堡作为艺术节之城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但这两个组织
都不扮演治理艺术节爱丁堡组织的角色。艺术节爱丁堡组织的管理层由11个艺术节的首席执行官或者
总监担任，它的运作目前是通过会员制和公共部门支持的。各艺术节本身的工作人员参与艺术节爱丁
堡组织的工作，总体的组织结构如下：

《奔马2.0》报告（2015年）展开了抱负远大的全新战略，旨在保持和加强爱丁堡在未来十年作为世
界领先的艺术节城市的地位。这一报告评估了自2006年开拓性的《奔马》报告发布以来所取得的重
大成就；本地和全球的机遇；以及与各类艺术节未来发展有关的威胁。通过这一评估反馈，报告总
结了推动变化的六大主题，以及涉及以下领域的38个建议行动要点：
> 艺术节城市
> 有深度和广度的参与互动
> 国家和全球定位
> 数码途径和方式
> 投资和企业
> 发展和实施
爱丁堡的各类艺术节，在艺术节论坛和爱丁堡艺术节组织的支持和合作领导下，将在带领新型对话、
发展新方式、打造创新、合作和卓越活动的下一个十年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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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爱丁堡的艺术节为巩固爱丁堡作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最令人振奋的城市之一的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自1947年第一届艺术节举办以来，艺术节成为了爱丁堡走向国际化，转变为一座有远见开放的城
市的重要手段。爱丁堡的艺术节也为提高爱丁堡人以及苏格兰人民的生活质量作出了主要贡献。通过
丰富多元和非常亲民的活动，艺术节致力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成长和发展。通过个人和社会团体积极
的承诺和参与，艺术节的影响力更是扩大到了教育和社区中去，并在与之相关的重要项目中体现出来。
国际艺术节总监、艺术节编辑、文化策划人和决策者们都被艺术节丰富的文化内涵所吸引。爱丁堡的
艺术节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出公司和艺术家、思想家和科学家提供了高质量的展示平台。每年众多的
活动组织者、制作人和艺术节导演们都会聚集在爱丁堡，艺术节为他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展示作品、
交换想法、探讨合作的机会。
爱丁堡的艺术节也是苏格兰旅游的亮点之一，对爱丁堡的居民而言，艺术节是充满活力的年度盛会；
对访客而言，艺术节是精彩的文化磁石；对企业和他们的雇员而言，艺术节创造了多元且富有创造力
的工作环境；对学生而言，艺术节激发了充满活力的学习和交友氛围。艺术节为艺术家和公司提供了
非凡的无可比拟的国际平台和发展跳板，为那些选择在爱丁堡和苏格兰居住、生活、访问和投资的个
人提供了主要的参考并对他们选择在爱丁堡发展产生影响。
2011年5月，一项开创先河的授权BOP顾问公司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综合艺术节的实力和对艺术节的
理解并与其他同类活动相比较，爱丁堡的艺术节的影响力超出了单纯的经济效益本身。采用“360度”
全方位视角，把文化、社会和环境效应量化，此项研究为国际文化活动领域的模范实践制定了新的标
准。该研究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共回收15000份反馈，重新确立了爱丁堡作为世界一流艺术节城
市的地位，并且开发了一个允许艺术节每年都能进行更进一步研究的模式。研究调查由15000条调查反
馈组成，具有深度和广度，并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让艺术节可以在2015年调研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更
新研究。这次的更新研究收到了30000份反馈，这也再一次确定了爱丁堡作为世界领先的艺术节城市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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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的表演者同意参加艺术节给他们提供了观看国际作品的机会*
> 79%的表演者同意艺术节给他们提供了与其他业内人士见面的机会*
> 92%的观众同意艺术节是“必须要亲身体验”的活动
> 92%的观众同意艺术节为他们提供了从其他地方无法获取的观看演出的机会
> 68%的观众同意艺术节为他们提供了发现新星、新艺术表达方式、新艺术形式的机会
> 64%的观众同意在参与艺术节后，他们更倾向于作出更大胆的文化选择。

经济影响力
> 吸引450万观众、25000多名艺术家和超过1000家认证媒体
> 82%的来访者来自爱丁堡以外，77%来自苏格兰以外地区的访客称艺术节使他们更有可能
在未来再次访问爱丁堡*
> 为苏格兰创造3.13亿英镑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在爱丁堡创造出相当于5660个全职工作的岗位
> 93%爱丁堡的客房在八月都满员，住宿和餐馆酒吧消费分别达到4100万和3700万英镑。

社会影响力
> 89%的本地观众同意艺术节增长了他们对爱丁堡的自豪感
> 89%的观众同意艺术节提高了苏格兰开放积极的民族身份*
> 75%的观众同意艺术节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家人一起参与活动的机会
> 69%的教师表示艺术节对孩子们的创造力有一定的影响力*
> 65%的家长同意艺术节提高了孩子们的生活质量*

[来源：《爱丁堡艺术节组织影响力研究》（2016年7月）*号内容来源：《爱丁堡艺术节组织影响力研究》（2011年5月）]

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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